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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  要 

使用電腦來處理漢字資料時，常會遇到一些電腦沒有的字形，以致無法輸入，

這便是缺字問題。面對缺字問題，雖然擴大電腦字集是該努力的工作，但是並不

能徹底解決問題。我們認為，要解決缺字問題，還是應該在電腦中建構一個處理

字形的機制。 

本所自 1993年起，即研擬漢字在計算機中的制式表達，稱為構字式，以登錄

漢字的字形結構，並建置漢字構形資料庫。構字式係將漢字視為一個二度空間圖

案，再由部件以橫連、直連、包含三個法則拼湊而成。構字式可用來表達缺字，

同時也可以當作漢字的交換碼。 

由於近年來網際網路蓬勃發展，資訊共享的需求日益殷切，本所也和「教育

部圖書館自動化及網路化策略推動委員會」合作，推動以漢字構形資料庫來解決

中文電腦的缺字問題，第一期期畫於 2000 年底結束，並且推出可在 Microsoft 

Windows 95或 98中文繁體版上使用的光碟。這片光碟已收錄《漢語大字典》的

54,678個字形及 12,208組異體字。光碟安裝後，使用者可以利用部件迅速檢字，

並在Microsoft Word 97或 2000中文繁體版上使用這些字形。 

漢字構形資料庫的建置仍在進行中，第二期計畫從 2001年 8月到 2002年 6

月，預計增收《說文解字》的 9353個小篆字頭及 1163個重文，以銜接古今文字。

小篆字形的登錄，必須依據《說文解字》的釋形，以建立文字學資料庫。至於小

篆和楷體間的對映，可以參考《漢語大字典》及《說文解字詁林》。部份小篆字可

能對映好幾個楷體字，這部分可參考《漢語大字典》的異體字表。 

小篆以外的古文字，如甲骨文、金文、楚簡等，本所也和院內的歷史語言研

究所合作，目前以金文的進展最快，可望和小篆同時收錄在第二期的光碟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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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 

使用電腦來處理漢字資料時，常會遇到一些電腦沒有的字形，以致無法輸入，

這便是缺字問題。尤其是在處理古代文獻時，缺字的情況特別嚴重。 

為了應付缺字問題，一般的治標方法是在電腦字集的外字區中找一個碼位，

造上所缺的字形，這種作法雖然可以在該電腦中顯示缺字，但也面臨了資訊共享

的障礙及造字空間不足的問題。另外，擴大電腦字集也曾經是大家的努力方向，

但是經過多年的驗證，仍然發現字形無法收齊，改寫應用程式的成本過高。我們

認為要徹底解決缺字問題，在電腦中不能僅靠一個碼位來代表漢字，而應該在電

腦中建構一套處理字形的機制。 

本所自 1993年起，即研擬漢字在計算機中的制式表達，以登錄漢字的字形結

構，並建置漢字構形資料庫。近年來由於網際網路蓬勃發展，資訊共享的需求日

益殷切，本所也和「教育部圖書館自動化及網路化策略推動委員會」合作，推動

以漢字構形資料庫來解決中文電腦的缺字問題。第一期期畫於 2000年底結束，並

且推出可在 Microsoft Windows 95或 98中文繁體版上使用的光碟。這片光碟的主

要內容如下： 

1. 涵蓋《漢語大字典》[1]的 54,678個字形及繁體中文 Big5 的 13,053個字

形，合計 54,711個字形。 

2. 收錄《漢語大字典》的異體字表，共 12,208組，包含 36,309個字形。 

3. 提供 4,766個部件以檢索字形，其中包含 1,324個字根。1,324個字根，

可再分成常用字根 657個，間用及罕用字根 667個；常用字根可涵蓋 52773

個字形，間用及罕用的字根涵蓋 1938個字形。 

4. 擴充 Microsoft Word 97 及 2000繁體中文版的功能，可在 Word 下使用

54,711個漢字。 

5. 開發漢字構形資料庫使用界面，讓使用者可以快速的檢索缺字及異體字。 

6. 提供線上說明及使用手冊。 

漢字構形資料庫的建置仍在進行中，第二期計畫從 2001年 8月到 2002年 6

月，工作重點如下： 

1. 將 Word 上的缺字處理功能移植到瀏覽器，如 Internet Explorer 或

Netscape，以解決網路的缺字問題。 

2. 訂定字根的的標準制式結構，以處理筆劃上的字形變化。 

3. 增加收錄的字形。 

4. 處理《說文解字》的 9353 個小篆及 1163個重文，以銜接古今文字，並

建立文字學資料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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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提供使用者利用網際網路更新本系統，如資料庫及應用程式等。 

至於小篆以外的古文字，如甲骨文、金文、楚簡等，本所也和院內的歷史語

言研究所合作，目前以金文的進展最快，可望和小篆同時收錄在第二期的光碟中。 

本著推廣漢字構形資枓庫的立場，第一期的光碟將隨著本文發送，提供與會

者使用，也希望大家提出批評，以作為下一版改進的依據。漢字構形資枓庫的使

用，可在光碟安裝完畢後，直接列印使用手冊或閱讀線上說明。與會者若想在安

裝光碟之前，能對本系統的設計理念及操作方式有所了解，可直接參考本文。本

文除了描述如何在電腦中表達缺字外，也會說明 Word 中的缺字處理，以及漢字

構形資料庫使用界面的主要功能。另外，第二期計畫中有關古今文字的銜接機制，

也將在本文中一併提出。 

貳、缺字在電腦中的表達 

有別於以往在電腦中僅靠一個碼位來識別漢字，在漢字構形資料庫中，每個

漢字都必須登錄結構，並以構形來識別。有關漢字的構形分析，可參考《漢字漢

語基礎》[2]一書，該書要點摘錄如下，字例可見圖一的「鞭」及圖二的「牖」。 

1. 漢字的構形單位是部件，如「革」、「便」是「鞭」的部件。 

2. 部件是有層次的，最小而不再拆分的基礎部件，稱為形素或字根，如

「革」、「人」、「更」是「鞭」的字根。 

3. 漢字是由有限的字根來組成數以萬計的字形。 

4. 漢字的組合類型有層次結構及平面結構兩種。 

5. 層次結構的字是由部件分作若干層次逐步累加而構成的，如「鞭」，漢字

的結構大都屬於此類。 

6. 平面結構的字是由三個以上的部件一次性組合，分不出層次來，如「牖」。 

7. 在依層次拆分的漢字中，部件是有層級的，如「革」、「便」為「鞭」的

一級部件，「人」、「更」為二級部件。一級部件也稱直接部件。 

漢字構形資料庫的字形登錄，並不強調構形理據，而是將漢字視為一個二度

空間圖案，再由部件拼湊而成。即使把漢字當作部件拼湊的圖案，上述的構形分

圖一、「鞭」的構形分析 圖二、「牖」的構形分析 



 

 3 

析大致上仍可沿用，只是有以下幾點不同： 

1. 層次結構的字形在登錄時，必須標示部件間的連接方式；這些連接方式

有橫連、直連及包含三種。如「鞭」由「革」橫連「便」，「童」由「立」

直連「里」，「趠」由「走」包含「卓」。 

2. 部件的登錄直接依照字樣的形體，如「擛」的部件「刀」登錄成「 」，

這樣才能識別「憴」及「擛」二字。 

3. 層次結構的字形在登錄時，只須登錄直接部件，整個字形結構即可透過

遞歸(recursive)的方式完成。如「鞭」為「革」橫連「便」，「便」為「 」

橫連「更」，而「革」、「 」、「更」為字根。 

4. 平面結構的字形，若是在電腦中找到合適的部件，即可登錄成層次結構。

如「碧」的構形理據是由「王」、「白」、「石」三個部件一次性組合，但

在 Big5字集有「珀」字，所以「碧」即可登錄成「珀」直連「石」。 

5. 層次結構的字形，若是在電腦中找不到合適的部件，也只好登錄成平面

結構。如「褮」的部件「憒」是 Big5 的缺字，假如不在 Big5 外字區補

上「憒」字，「褮」只好登錄成「巾」、「囗」、「玉」三個部件一次性組合。 

6. 無法以橫連、直連或包含方式連接的部件，一律視為字根，不再拆分，

如「重」、「東」。 

為了表達上的簡潔，我們用 、 、 三個連接符號，分別表示橫連、直連

及包含，這時「鞭」的字形結構表達成『鞭=革 便』，其中『革 便』稱為構字

式。同理，『童=立 里』、『趠=走 卓』。構字式是用來表達層次結構的字形，至

於平面結構的字形，可用部件序來表達。部件序是將字形的構成部件，以書寫順

序排列；使用部件序時，必須在部件的前後加上起點標示 及結束標示 ，如『牖

= 片戶甫 』。 

構字符號除了連接符號及起止標示外，還有方便符號。方便符號可用來表達

相同部件的組合，包括二、三或四個相同部件橫連( 、 、 )，二、三或四個

相同部件直連( 、 、 )，三個相同部件呈品狀排列( )，四個相同部件呈茻狀

排列( )。方便符號可單獨使用，使用時必須放在部件的前面，如『囍= 喜』、『棗

= 朿』、『龘= 龍』、『燚= 火』；方便符號也可用在構字式或部件序中，如『壨

= 田 土』、『蹉= 大 牛 』。 

第一期光碟收錄的 54,711個漢字中，採用構字式表達的有 45,063個，部件序

表達的有 8,635 個，只用方便符號表達的有 317 個，其他的 696個為字根。這些

字形拆分後，可得到 4,766個部件，其中字根佔 1,324個。4,766個部件中，有 3,391

個是 Big5電腦字集用字，另外的 1,375個則是新增的部件外字；新增的部件外字，

字根就佔了 994個。部件總數及外字如表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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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一、部件總數及外字 

 字根 非字根 合計 
Big5 330 3,061 3,391 
外字 994 381 1,375 

合計 1,324 3,442 4,766 

部分字根由於意義相近或形體相似，可歸納成異體字根，如「刀」和「 」、

「日」和「曰」。目前初步整理出異體字根 296組，共包含 716個字根。透過異體

字根，無論是由部件檢字或表達構字式，都能提供較大的彈性。如部件「刀」可

同時找出「憴」及「擛」，構字式『畫 』或『畫 刀』都可對映「劃」。 

在 1,324個字根中，可再依使用頻次分為常用字根 657個，間用字根 539個，

罕用字根 128個。常用字根可涵蓋 54,711個字形中的 52773個字形，間用字根涵

蓋 1810個字形，罕用字根只涵蓋 128個字形。 

雖然在漢字構形資料庫中，每個字的表達式都不相同；但對使用者而言，同

一個字是可以有多種不同的表達式，舉例如下： 

1. 不同的構字式，如『曾= 頂』、『曾=汀 頁』。 

2. 構字式或部件序，如『琀=魚 巂』、『琀= 魚崔冏 』。 

3. 構字式或方便符號，如『痋=魚 魚』、『痋= 魚』 

4. 不同的部件序，如『赻= 域哲 』、『赻= 西域哲人 』。 

5. 本是 Big5用字，卻誤以為缺字，如『蠵=虫 巂』。 

6. 異體字根，『曾= 頂』、『曾=水 頂』。 

上述的表達式雖然不同，但是在經過異體字根轉換後，它們的字根都相同。

資料庫中只須登錄最精簡或最常用的一個表達式，其他的表達式可透過字根的分

析找到對映的字形。如圖三中「曾」的三個構字式，字根都是「水」、「丁」、「頁」，

資料庫只須登錄『 頂』即可。 

漢字的結構表達式雖然有構字式、部件序及方便符號三種，但是為了陳述的

方便，以下若無特別聲明，「構字式」也同時涵蓋了部件序及方便符號，而視為漢

字結構表達式的同義詞。 

使用漢字構形資料庫來解決缺字問題，所有的缺字都可採用構字式來表達，

圖三、「曾」的構字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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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種表達式有以下的優點： 

1. 構字式可用作字形的識別碼，因為每個漢字的構字式都不相同。 

2. 構字式是用限的部件來表達數以萬計的漢字，因此構字式不佔碼位，不

會有造字空間不足的問題。 

3. 構字式能表達的漢字，遠比目前任何一個電腦字集還要多，因此構字式

更適合充當漢字的交換碼，來突破資訊共享的障礙。 

4. 構字式是一種知識表達，不僅較數字碼易讀易懂，所孕藏的構字知識更

有利於應用程式的處理。 

5. 構字式可及早協助使用者輸入缺字，減少資料登錄的成本。 

構字式雖然有這些優點，但是由於缺字的表達和原先的電腦字集不同，所以

諸如字形的顯示、檢索等相關的應用程式都需要修正，或者在這些應用程式前後

增補前置或後續處理程序。但是和更換電腦字集比起來，這些程式的修正或程序

的增補成本仍然低得多。 

參、銜接古今文字 

漢字構形資料庫的第二期計畫，預計增收《說文解字》中的 9353 個小篆及

1163個重文，以銜接古今文字，並建立文字學資料庫。另外，本所也和院內的歷

史語言研究所合作，將金文納入本系統，以便和小篆同時收錄在第二期的光碟中。

這個工作還在進行中，本節只以小篆為例，說明古今文字銜接的機制。 

目前電腦字集通常採用楷書作為標體字樣，若要使用小篆等古文字，通常是

透過另一個字型檔，在對映的楷體字的碼位上造字。小篆和楷體的對映，可參考

《說文解字詁林》[3]及《漢語大字典》，字例可見表二。 

表二、小篆和楷體的對映字例(Big5) 

Big5 BBCE B1B5 A56A A4B5 A4E5 A672 

楷體 銜 接 古 今 文 字 
小篆 銜 接 古 今 文 字 

然而這種作法，同樣會有缺字問題，缺字的來源有以下幾種，字例可見表三： 

表三、小篆和楷體的對映字例(缺字) 

Big5 AAB1 (缺) A7F3 (缺) (缺) 
構字式 王 元 貝 元 更 丙  行 戔 

楷體 玩 薾 更 惓 卷 
小篆 玩  更  

1. 重文。如「 」為「玩」的或體，兩者對映的楷體字分別為「薾」及「玩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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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「薾」為 Big5缺字。 

2. 楷化字。如「更」隸定為「更」，楷化成「惓」，其中「惓」為 Big5缺字。

這些楷化字可參考《漢語大字典》的異體字表，如圖四。 

3. 罕用字。如「 」對映的楷體字「卷」。 

從表三可得知，由於構字式所能表達的漢字，遠比目前任一個電腦字集還多，

連帶的也讓小篆等古文字在使用上更具彈性。 

雖然小篆是透過對映的楷體字來使用，但在字形結構的登錄，則和楷體字不

同： 

1. 楷體字的登錄是將漢字視為一個二度空間圖案，再由部件拼湊而成；小

篆的登錄，必須參照《說文解字》的釋形。圖五為「童」字結構及對映

的楷體字，「童」字結構則見圖六。使用部件檢字，「童」可由「立」、「里」

來檢索，而「童」可由「 」、「重」、「 」、「干」等部件來檢索。 

2. 小篆部件的登錄必須增加表形、聲、或省形的標示。如「童」的部件「 」

表形，「重」表省聲。 

由小篆的例子可以看出，在古今文字銜接的機制上，古今文字的字形必須分

別登錄，然後再建立字形間的對映。 

 

圖四、「更」的異體字 

圖五、「童」字結構及對映的楷體字 圖六、「童」字結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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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在Word中處理缺字 

在Microsoft Windows下，Microsoft Office不但是使用最廣泛的應用軟體，同

時還可充當應用軟體的開發平台。在第一期的計畫光碟中，我們提供了 Word 的

缺字處理範本，這個範本包含「構字符號」工具列及缺字處理次功能表。 

「構字符號」工具列如圖七，可協助使

用者輸入構字符號。 

缺字處理次功能表如圖八，它是位於「工

具」功能表之下，由「缺字預覽」、「開啟漢

字構形資料庫使用界面」、「閱讀漢字構形資

料庫線上手冊」三個次功能表組成。缺字預

覽可將文件中的構字式轉成適合閱讀及列印

的字形；漢字構形資料庫使用界面除了可協

助使用者輸入缺字外，其他的重要功能可參

考下節；至於詳細的操作程序可閱讀線上手

冊。 

在WORD中缺字的輸入，是以構字式來表達。使用者輸入構字式的文件，稱

為「原始文件」。執行缺字預覽，可將構字式轉成字形，並存於新增的文件中，這

個新增的文件稱為「缺字預覽文件」，如圖九、圖十。由於構字式可當交換碼，所

以原始文件適合交換及修改。缺字預覽文件只供閱讀及列印，修改時必須回到原

始文件進行。 

圖七、構字符號工具列

圖八、缺字次功能表 

缺字 

預覽 

正坐之間，忽然土 皆前一道

黑氣 中天，須臾不見天

日，晡時雖散，仍乃不大明朗。

包公心甚疑，其必有 兔

枉。是夜左右點起火 丁燭，

包公困倦，伏几而臥。 

原始文件 

正坐之間，忽然涊前一道黑氣

瘈天，須臾不見天日，晡時雖

散，仍乃不大明朗。包公心甚

疑，其必有編枉。是夜左右點

起歸燭，包公困倦，伏几而臥。

缺字預覽文件 

圖九、缺字預覽(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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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而言，缺字預覽並不會更動原始文件的內容；但是由於同一個缺字，使

用者可能採用不同的構字式，以致和資料庫登錄的不同，這時缺字預覽會進行自

動校正。自動校正會將原始文件中的構字式改成資料庫所登錄的，程序如圖十一。 

自動校正時，若是發現構字式對映的字形不只一個，會列出可能的字形，要

求使用者確認，再進行校正。如「荖」、「臄」登錄的構字式分別為『止 舠』、『

止舟 』，假使輸入的構字式為『 止舟刀 』時，由於無法在資料庫中找到相

同的構字式，而且經過異體字根替換後，發現「荖」、「臄」兩個字形都有可能，

於是要求使用者確認，如圖十二。 

由於Word不單是純文字編輯器，目前除了正文可執行缺字預覽外，還包括

註腳、文字方塊、頁首、頁尾及註解。本論文即是應用缺字預覽的一個實例。 

  

缺字 

預覽 

菹 酢菜也 艸沮聲 

菹 皿 或 皿 艸

缶且皿  或 缶 

原始文件 

菹 酢菜也 艸沮聲 

 或 皿  或 缶 

缺字預覽文件 

圖十、缺字預覽(二)

圖十一、自動校正(一) 

缺字 

預覽 

1. 汀 頁 

2. 魚崔冏  

3. 西域哲人  

4. 魚 魚 

5. 水 冬 

6. 馮 心 

原始文件(校正前) 缺字預覽文件 

1. 曾 

2. 琀 

3. 赻 

4. 痋 

5. 餼 

6. 憑 

1. 頂 

2. 魚 巂 

3. 域哲  

4. 魚 

5. 冬 

6. 憑 

原始文件(校正後) 

自動 

校正 

圖十二、自動校正(二) 



 

 9 

伍、漢字構形資料庫使用界面 

第一期的光碟片中包含了兩個漢字構形資料庫的應用程式，一個是在Word 的

缺字預覽，另一個則是「漢字構形資料庫使用界面」，系統架構見圖十三。對大多

數使用者而言，他們比較關心的是如何在 Word 中使用更多的字形；但是要了解

漢字構形資料庫的全貌，還是要從使用界面著手。本節介紹的部分操作畫面係後

來新增，已和所附的光碟不同。 

漢字構形資料庫目前收錄的字形包含 54,711個楷體字，這些楷體字可再分成

常用字(3915)、五大碼(13,053)、簡化字(2,235)、及《漢語大字典》(54,678)四個字

集；新增收的 9353個小篆及 1163個重文，則以《說文解字詁林》為底本。這些

字集可參考圖十四的字集功能表。 

漢字構形資料庫使用界面的主要功能可參考圖十五的字形功能表，包含字形

孳乳、字形結構、字形演變、字形索引及異體字表查詢。 

字形孳乳是透過部件來檢索字形，和傳統字典的部首檢字相比，部件檢字的

特點如下： 

1. 部件的個數遠比部首來得多。如《康熙字典》的部首有 214個，《說文解

漢字構形

資料庫 

漢字構形
資料庫使

用界面 

Microsoft 
Word 

缺字預

覽範本 

圖十三、漢字構形資料庫的應用 

圖十四、字集功能表 圖十五、字形功能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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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》的部首有 540個，然而目前收錄的部件有 4,766個。 

2. 構成字形的任一個部件都可用來檢索。如採用部首檢字，「筸」必須查「口」

部；但採用部件檢字，「筸」可由任一個部件「口」、「金」、「欠」、「欽」

查得。 

3. 可利用多個部件同時檢索，迅速查得字形。表四為不同部件由《漢語大

字典》檢索出的字形數，從結果可以看出，部件的層級越高、越不常用

或越多，檢索的效果就越好，如「欽」、「欠」或「口金欠」。 

表四、不同的部件檢索出的字形數 

部件 口 金 欠 欽 口金 口欠 金欠 口欽 口金欠 

字形數 7,887 1214 628 11 158 94 21 3 3 

4. 配合異體字根可增加檢索的彈性。如「水」的異體字根有「 」、「 」，

「火」的異體字根有「 」、「 」，由《漢語大字典》檢索包含部件「水」、

「火」的字形，若是再加上異體字根，檢索出的字形會由原先的 6個增加

到 82個，詳見表五。 

表五、配合異體字根檢索出的字形數 

部件 水火 水  水  火   火   

字形數 7 2 0 42 28 2 1 1 0 

字形總數 82(「濴」字重複計算) 

部件檢字前，除了可先設定字集外，檢索結果也可分為一次列出或是層級列

出。圖十六係由《漢語大字典》檢索包含部件「水」、「火」的字形(不含異體字根)，

並且一次列出檢索結果。圖十七係由《說文解字詁林》檢索包含部件「土」的字

形，但是改採層次列出。 

在圖十六、圖十七的字形孳乳視窗中，只要用滑鼠點選檢索出的任一個字，

該字的構字式就會自動複製到 Windows的剪貼簿，此時即可在Word等應用程式

貼上構字式以輸入缺字。除了複製構字式外，該字的異體字、字形結構、字形演

圖十六、字形孳乳(一) 圖十七、字形孳乳(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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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及字形索引也會同時出現在相關的視窗。 

圖十八，圖十九的異體字表視窗分別列出「瓊」的

異體字及「瓊」的重文。「瓊」的異體字係節錄自《漢語

大字典》的異體字表，「瓊」的重文可參考《說文解字》。 

《漢語大字典》異體字表的編排是採用主體字統領異

體字的方式，將同一主體字統領的簡化字、古今字、全

同異體字（指音義全同而形體不同的字）、非全同異體字

（指音義部分相同的異體字），集中在該主體字下編為一

組。這些異體字只有簡化字明確標示出，其餘並未說明。

如圖十八「瓊」的簡化字「嶙」前的 。小篆的重文則

有或體、俗字、奇字、篆文、古文及籀文，詳見《說文

解字》。 

異體字表中的 36,309個字形，有 4,311個出現一次

以上。這些重複出現的字形，如「瓊」本身是主體字，

還同時是「璿」的異體字。若是根據異體字表的部首、

筆畫查閱，只能查出「瓊」為主體字；但在漢字構形資

料庫使用界面中，不但列出「瓊」的異體字，還可同時

查得「瓊」也是「璿」的異體字，並列出「璿」的所有

異體字。 

圖二十、圖二十一的字形結構視窗分別列出「楹」

及「楹」的字形結構。圖二十二的字形演變視窗則為「楹」

的字形演變，目前只列出小篆，往後還會加入金文。 

 

 

圖十九、「瓊」的重文 

圖十八、「瓊」的異體字 

圖二十、「楹」的字形結構 圖二十一、「楹」的字形結構 圖二十二、「楹」的字形演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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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二十三的字形索引視窗列出「楹」在《漢語大字典》、《說文解字詁林》及

Big5的索引，包括冊-頁-字、內碼。 

陸、結語 

本所建置漢字構形資料庫已進入第八年，大多數的時間都在整理基本資料，

而無暇從事應用軟體的開發，以致研究成果一直無法推廣。這一次推出的光碟，

雖然只能在 Microsoft Window 繁體中文版上搭配 Word使用，但已算是一大進展。

漢字構形資料庫的建置，包括基本資料的整理及應用軟體的開發，仍有很大的發

展空間，這些絕非本所可獨立完成，所以本所也希望能和院內或院外的相關單位

合作，以縮短研發時間，並將成果和大家一起分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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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二十三、「楹」的字形索引


